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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Namoi投资说明书
新南威尔士州西北部
欢迎阅读Namoi投资说明书。Namoi地区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农
业区，每年的农业产值超过20亿澳元，比本州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我们
对企业持开放态度，并且可以提供跨多种农产品和农业企业的具有吸引力
的投资机会。
Namoi地区正在经历强劲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农业
部门。澳大利亚以其稳定的投资环境著称。在我们地
区，我们与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政府有良好的关
系和联系。

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拥有知识和联系让您的投资获得
成功；我们建议您联系Namoi市议会进一步探究您的
意向。我们期待着迎接您和您的企业到西北部来。

我们已经在本地区落实了重大海外投资，同时也意识
到这一投资为投资者和我们的社区带来了许多积极的
益处。

Andrew Hope议员，Namoi地区联合议会主席，
Liverpool Plains利物浦平原郡市议会市长

我们亲密的亚洲邻国的日益富裕，以及与我们的主要
贸易伙伴——中国，签订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为进
入新市场和扩大市场开辟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为能
够带来多赢的外来投资合作开辟了巨大的机会。

图1。邻国的富裕程度（中产阶级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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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Namoi地区说明书中所含的信息并不构成投资、法律、商业、税务或其他建议。尤为重要的是，说明书中的信息并未考虑您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特殊需要。您必须依靠自己的调查（包括所涉及的优点和风险）做出投资决定。您应该咨询专业顾问获取法律、商业或税务建议。虽然我们已尽力
确保本出版物中的信息在印刷之日准确、可靠，RDA Northern Inland和Namoi Councils Joint Organisation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并且不对其中所包含的错
误所造成的任何后果负责。本说明书提到任何第三方时，既不代表RDA Northern Inland或Namoi Councils Joint Organisation认可该第三方的服务，也不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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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moi地区一览

农业总产值逾20亿澳元。
比新南威尔士州其他地区都要多

该地区已经有超过10亿澳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清洁、环保、安全和多样化的农业

总面积61433
平方公里
生物安全且可持续

Moree

51110平方公里农田

160万只羊

750万打鸡蛋

24000头猪

Warialda

Bingara
肥沃的土壤每年可生长
两季作物，并且可支持
多种农作物和牲畜

有超过1630万平方米
的工业用地可用

Narrabri

Uralla

Tamworth
Gunnedah
128000人

Walcha

324000包棉花
838000吨棉籽

Quirindi

110万头牛

570万只家禽

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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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moi地区：
澳大利亚最佳农业投资目的地

现有的投资机会是从Namoi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及
强大的物流供应链获得增值和收益。
该地区拥有澳大利亚最富饶的土地。该地区的东
部Liverpool Plains拥有富饶、肥沃的黑土，该地区西
部直到Moree Plains Shire有着富饶的黑色、红色和棕
色土壤，这让其成为投资农业获得增值的理想地点。
这些土壤由来自大自流盆地 （Great Artesian Basin）
的安全、丰富的地下水提供灌溉支持。此外，包
括Copeton、Keepit、Split Rock和Chaffey等水坝在内的
主要蓄水池依据一个安全的许可制度提供地表灌
溉用水。
这两处水源由年降雨量585毫米的Moree和年降雨量
808毫米的Walcha进行补充。
这个备受追捧的地区可以支持无数的夏季和冬季
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燕麦和黑小麦等粮食作
物，油菜和向日葵等油籽作物和大豆、鹰嘴豆、
蚕豆和绿豆等豆类作物。
该地区还种植着大量的棉花——这是该地区最盈利
的作物之一——而其质量更是树立了全球标杆。
Namoi地区种植着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棉花。
大面积的畜牧业生产是Namoi地区农业系统的另一
个显着特征，产品包括牛肉、羊肉、羔羊肉和猪
肉。在Tamworth地区有一个大型且正在迅速扩大的
鸡肉和鸡蛋产业。
除了这些主流的农产品外，这里还有一些包括美
洲山核桃、橙子、养马、亚麻籽和奶牛在内的小
众行业。

有竞争力的优势

高产土壤

丰富且法律上安全的灌溉用水

每年生长两季作物

位于悉尼和布里斯班之间=接近
市场/港口
拟议的内陆铁路将开辟墨尔本及
布里斯班的市场机遇
高度发达的农业支持服务

广亩作物和棉花研究中心

令人身心愉悦的户外生活方式
和设施
充足的教育机会

随时接受投资并提供支持的当
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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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aree Beef与中国肉类加
工企业的股权安排
Bindaree Beef位于Namoi地区边缘的Inverell，是
澳大利亚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同时是
澳大利亚肉类行业的领导者。Bindaree Beef现
在仍然是一个由家族拥有和经营的公司；该
公司因其产品质量和诚信经营而广受赞誉。
2015年，该家族将45%的股权以1.4亿澳元的
价格出售给了中国第四大猪肉加工企业——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部分的资金将被用来改善Inverell工厂的冷
却、剔骨和冷冻设施。他们也将作为得利斯
集团网络的一部分出口牛肉到中国，并且将
使用该网络销售牛肉。
虽然得利斯集团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他们原本是一个家族企业，所以在两个
企业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匹配。
这是澳大利亚农业企业吸引外国股权投资改
善经营、开拓新市场、促进当地经济活动和
就业的同时仍由澳大利亚人保留多数股权的
优秀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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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主要产地
图2。Namoi地区农业产出占新南威尔士州产出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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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B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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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农业就业及支援服务
该地区的就业以农业和支持农业的服务为主，这
些服务包括将农产品进一步加工成较高价值产品
（如轧花、肉类加工、粮食加工、牲畜饲养场和诸

如蜂蜜和亚麻子餐等小众产品）。就农业部门本身
而言，就业以广亩种植、放牧和棉花生产为主。

图3。Namoi地区的主要就业部门

农业、林业及渔业

建筑

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

其他服务

零售业

食品制造

教育与培训

运输

住宿及餐饮业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

公共管理与安全

批发贸易

来源：REMPLAN (2016)

图4。农业就业

农业、林业及渔业（一般类）

棉花种植

农业，一般类

奶牛养殖

绵羊、肉牛和谷物种植业，一般类

家禽养殖，一般类

绵羊养殖（特种）

家禽养殖（肉食）

肉牛养殖（特种）

家禽养殖（产蛋）

肉牛饲养场（特种）

轧绵花

绵羊-肉牛养殖

其他农业及钓鱼支持服务

谷饲绵羊或谷饲肉牛养殖

其他

其他谷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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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BS (2012)

Namoi地区：
非常宜居的地区
这里不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投资之地，也
是生活和工作的好去处。主要的大都会城
市Tamworth，以及像Bingara、Gunnedah、
Moree、Narrabri、Quirindi、Uralla、Walcha和
Warialda在内的较大城镇都在此地区。这里
有可负担的住房、多种就业机会、优秀的
学校、大学、顺畅的交通和充足的成长空
间，为什么不到内地的Namoi地区看看生活
究竟可以多么美好？
Namoi地区拥有多种产业，包括农业、农
业企业、航空、制造、加工、采矿、自然
资源开发、旅游、运输和配送、教育和培
训，工程和建筑、信息技术，以及研究和
开发等等。这里远离较大的中心，拥有
令人惊叹的国家公园和开阔的乡村供您探
索。该地区的多样性有自己的号召力，可
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为什么要在Namoi地区居住？
• 每周的每一天都与您的家人一起享用早餐
• 充满活力、不断增长的就业市场
• 负担得起的房子
• 在您自己的后院放松
• 快速的上网速度让您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 通勤上班轻松、时间短
• 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十分清洁和绿色的自然
环境之中
• 世界一流的教育就在您家门口
• 每天有往返悉尼和布里斯班的航班
• 客运铁路连接悉尼和纽卡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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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amoi的多样新鲜作物就在
亚洲家门口
丰富的水资源和高产的土壤意味着该地区为投资者
提供可靠、新鲜的多种清洁、绿色农产品。该地区
拥有降雨量占主导的夏季和一个允许作物和牧草在

全年大部分时间生长的气候。这里有丰富的地下水
资源，再加上地表水的分配，这让灌溉行业贡献了
该地区经济中农业生产总值的48％。

图5。Namoi地区灌溉和畜牧用水许可权
地表水
800,000
2014/15年度46万
9000兆升水用于
农作物

700,000
600,000

地下水

兆升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0

库存/国内

         一般安全

       高度安全

   补充

来源：NSW Office of Water (2011a, 2011b, 2016a, 2016b), ABS (2016)

在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取得
了卓著的业绩。

Namoi地区是农产品、食物和纤维的合理供给
源。该地区进行的专业养殖证明了该地区是国
际客户的资深和可靠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该地区养活了多个农业综合企业。

邻近亚洲经济体，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和相
对于北半球的反季节生产意味着跨国企业可
以全年交付产品。
农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本地开发的生产方法
和技术以及国际上的研究和开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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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政府的健全手续确保初级生产者获得
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安全由新南威尔士州政
府取水许可制度确保，该制度使得临时和永久
生意都变得可能。
Namoi地区农业顾问在这一部门的多个领域工
作，帮助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在他们的农场和
企业中应用最新的研究、实践和技术。

独特、多元化、
清洁、环保
主要的食品和饮料种类包括肉类、
谷物、奶制品、园艺及饮料（酒）。
该行业为各个分销渠道供应多种产
品；零售、餐饮服务和食品配料。
行业内的灵活性意味着产品供应与
消费趋势快速匹配，如健康和福
利，以及便利和物有所值。
食品加工是本地区经济的一个主要
产业部门，在财政贡献和就业方面
均是如此。食品加工是该地区最大
的制造行业。业内参与者规模大小
不一；有生产大量快速消费品的跨
国公司，也有可以灵活满足小众美
食需求的小型从业者。
农业产业活力十足，并且由追求
多样化、质量和价值的要求严格的
消费者推动。澳大利亚的民族和文
化多样性也体现在现有的食品范围
上。许多特色产品都受到了欧洲、
亚洲和中东的影响。具有特定属性
的食品，包括犹太教、清真食品和
有机食品也通过食品认证体系和标
准得到了满足。
该地区还享有供应清洁和天然产
品的声誉。质量和安全是非常重要
的，这是通过在整个供应链执行严
格的安全标准实现的。
完善的教育和培训设施提供了农业
和食品工业所需，打造出了具有专
业技能的非常熟练的、适应性强的
劳动力。
该地区已经做好了准备去满足亚
洲迅速增长的对蛋白质加工食品的
需求，并且有能力增加产量以满足
市场需求。受澳大利亚强有力的监
管、治理与合规框架的推动，我们
这一地区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安全和
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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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专为Peroni啤酒提供的大麦
在靠近Moree的Garah有个Sunbury农场，Crowe
一家秉承着种植土地所能产及市场所需作物
的简单哲学进行劳作。
这里是指用于啤酒生产的麦芽大麦；其实他
们是Peroni啤酒品牌的独家大麦供应商。
要生产一种可用于高档啤酒品牌的产品，在
谷物生长和储存过程中注意细节是必不可
少的。
这里厚重、黑色的自覆盖土壤以及自然没有
树木的平原最适合大麦种植，之后麦粒先被
运输到约为80公里外的中央设施，然后再运
到布里斯班或Tamworth的麦芽厂。
电子水探针——AquaSpy装置—— 被放置在
农场不同的土壤剖面，从而向服务器报告特
定深度的土壤剖面的具体情况。
这种对最新灌溉技术的灵巧应用保证了仅在
需要时对作物进行灌溉，从而帮助维持该地
区宝贵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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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moi地区的农业价值链
和连续性是不可或缺的；该地区还将能确保从农业
获得较大比重经济增长的活动保留了下来。

Namoi地区的农业投资机会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
其能够提供数量可靠的高品质农业产品。这对于提
供支持进一步的加工和增值活动所需的吞吐量规模

数量和质量
图6。Namoi农业生产

总面积61433
平方公里

小麦164万吨
原始产值3.53亿澳元

肉牛110万头
原始产值2.59亿澳元

Moree
Warialda
鹰嘴豆16万吨
原始产值7100万澳元

皮棉25万吨
棉籽91万吨
原始产值7.81亿澳元

Bingara
Narrabri
肉食鸡570万只
原始产值1.28亿澳元

高粱67万吨
原始产值1.41亿澳元

Uralla

Tamworth
Gunnedah
绵阳160万头
羊肉/羔羊肉原始产值3500万澳元

Wal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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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支持基础设施
图7。Namoi地区的主要农业基础设施

Tenterfield
Ashford

Moree
Warialda

Emmaville
Inverell

Bingara

Glen Innes

Tingha
Bundarra
Guyra

Narrabri

轧棉机

Armidale
Uralla

寄养场
屠宰场

Tamworth
Gunnedah
Walcha

家禽加工
供铁路货运的主要粮食
接收和存储点

Quirindi

粮食加工
主要饲养场

该地区配备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专门用来完成农产品增值和开拓市场的任务，包括：

众多的轧棉机加工皮棉以供出口。Namoi棉花
产量的94％以上通过布里斯班和悉尼的港口
出口。
为该地区所有主要城镇提供服务的寄养场可以
处理各种牲畜（牛、绵羊、羔羊和猪）。
该区域的主要牛羊加工设施都在Tamworth
（Teys加工肉牛，而Peel Valley Exporters加工绵
羊和羔羊）。而在Inverell地区外面就是主要的
肉牛加工公司Bindaree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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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worth的Baiada禽肉加工厂。

整个地区主要铁路干线沿线的大量粮食接收
和储存设施。
在Gunnedah和Tamworth的粮食加工和制粉厂。

在Caroona、Delungra、Northstar以及Rangers Valley
地区外沿的大型肉牛饲养场。

农业运输
该地区由主要公路和铁路运输基础设施提供便捷服务。

来自东海岸Grafton的Gwydir Highway途径Inverell
和Moree，通过Walgett西部的Kamilaroi Highway公
路连通至新南威尔士州西部。此外，在Moree
与Carnarvon Highway和Newell Highway的连接连通
了昆士兰州南部。

Oxley Highway向西南连通了Dubbo，向东连通了
Tamworth，而沿New England Highway向北行驶是
Armidale和布里斯班。
主要的铁路货运线均经由Werris Creek向东南方
向运输至纽卡斯尔，悉尼 （Botany Bay）和卧
龙岗 （Port Kembla）的港口，同时与南北走向
的沿海铁路线连接。

穿过Moree的Newell Highway还连通了南部的
Narrabri，从而可以通过连接Kamilaroi Highway连
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或通过连接Oxley Highway
和Mitchell Highway经由Barrier Highway连通阿德莱
德和南澳。

假如有了拟议开发的内陆铁路线，该地区的铁
路货运机会将会显著增强，让其可通过一个更
直接的铁路线向北连接布里斯班，向南连接墨
尔本。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目前出口谷物
时出农场后的成本中有约30-40％是铁路运费
（Stretch等人，2014）。

始于Narrabri的Kamilaroi Highway也向东延伸至
Gunnedah，并在此处与Oxley Highway连接。沿
Kamilaroi向东南可与New England Highway连接，
从而连通纽卡斯尔、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州的
中部海岸。

图8。服务于Namoi地区的公路和铁路网

Boggabilla

去往布里斯班

Goondiwindi

Mungindi

Yetman
Bonshaw

Moree
Warrialda

Bingara

Piliga

Wee Waa

Guyra

Narrabri

Barraba
Armidale

去往墨尔本

Boggabri

Manilla

Uralla

Gunnedah
Walcha

主要路线

Tamworth

次要路线
铁路货运线

Werris Creek
Quirindi

拟议的内陆铁路线
去往纽卡斯尔和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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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研发活动及支援服务
Namoi及周边地区拥有大量的农业支持和研发服务，
包括：
•
•
•
•
•
•

对棉花和其他灌溉作物的研究；
农业教育设施；
精准的农业技术开发；
遥感的研究和开发；
农业咨询公司；
农场承包服务（如作物种植/收割、剪羊毛、
筑围栏、土方工程、灌溉开发等等）；

•
•
•
•
•
•

空中农业服务；
农业机械建造、改装及维修服务；
专业农业建筑服务；
位于Narrabri的澳大利亚检验及检疫服务；
畜牧专家；
肉牛繁殖协会和遗传学记录服务 （Armidale）。

图9。农业支持服务

澳大利亚农业健康
和安全中心

Bingara生活课堂和
Gwydir循环经济研发中心

Moree
Warialda
IA Watson谷物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棉花研究所
棉花研究与发展公司

新英格兰大学
农业研究及智能农场

Bingara
Narrabri
Armidale
禽肉合作社研究中心

Uralla
Tamworth第一产业研究站

Tamworth
Gunnedah
Walcha
Quirindi
PathwayAg研究中心

多种农业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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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农业承包服务

多种空中农业服务

6. 投资机会

图10。Namoi农产品流

出口了32万吨皮棉
当地生产33万只绵羊和41万
头牛都在当地寄养场销售

出售给该地区内外及用于活
畜出口的肉牛32万头
出口了230万吨谷物、
油料作物和豆类

向本地区以外销售
了4万吨鸡肉

向本地区以外销售了
47万只绵羊
本地区使用了130万吨的本地产
谷物、油料作物和豆类

当地生产的130万只绵羊和22万
头牛在当地加工
来源：PEECE (2012), ABS (2012)

目前，Namoi地区生产的主要农产品发往多个目的地。

64％的谷物、油籽作物和豆类都发往外地。
这些农作物被运到东海岸的港口供出口，卖
往Namoi地区以外用于加工动物饲料或人类食
品。其余的36％在本地区内销售，用于进一步
加工供人类消费或作为动物饲料出售。
96％在该地区生产的棉花出口海外。Namoi的
大多数棉花都是由公路发往布里斯班港。内
陆铁路 （Inland Rail）线的出现将开辟通过铁路
运输到布里斯班的方案。
该地区67％的绵羊和羔羊直接销往Tamworth进
行本地加工，17％销往该地区的其他生产商
用于货源补充，16%销往外地的生产商用于货
源补充。

23％的肉牛在Namoi （Tamworth）或附近
（Inverell）加工，43％销往该地区的生产商用
于货源补充，34%销往外地的生产商用于货源
补充。
该地区几乎所有的鸡都以屠宰好的整鸡形式
销往外地。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市场销售。
大量的农业产品发往本地区之外在（国内或
海外）的其他地方作进一步加工和增值。
在Namoi地区进行更多此类经济活动的余地还
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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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Lively Linseed
在Mullalley附近的黑土平原“平原营”种植了
150年之后，Lively Linseed决定种植亚麻籽并生
产亚麻籽产品增值，该决定是如此的创新以
至于他们基本上是开创了一种保健食品。
亚麻籽并不是该地区的常见作物，通常种植
该作物是为了获得亚麻籽油中的欧米茄3。
亚麻籽产品富含纤维和脂肪酸，而且不含
麸质。
Lively Linseed从种植市场小众商品成长为营养
丰富的研磨亚麻籽产品制造商、分销商和营
销商，这些产品从粗面粉和谷物早餐到饼干
应有尽有。这些富含健康益处的产品在整个
澳大利亚和高端的亚洲超市都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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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因个案及时间原因而各不相同，但图11说
明了在过去十年左右澳大利亚多个部门的农业和农
业综合企业活动的典型投资回报。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食品企业纷纷转向了品牌管
理，而不是食品制造；比起持续大量投资厂房以及
其他固定资产 （Spencer 2004），他们更喜欢与配料
和最终产品的供应商形成强大的联盟。

图11。农业投资回报

-10
采用最新技术的大农场 （ROC）
排名前20％的混合农场 （ROC）
排名前20％的牧场 （ROC）
家庭农场 （ROC）
广亩农场平均值 （ROC）
食品加工 （ROA）
烘烤食品 （ROA）
饮料与麦芽 （ROA）
乳制品加工 （ROA）
水果和蔬菜 （ROA）
肉及肉制品 （ROA）
面粉加工、谷类及其他 （ROA）
全球食品公司（产品品牌） （ROA）
食品加工企业 （ROA）
ROC=资金回报

0

10

％回报百分比
20
30

40
小写

50
大写

ROA =资产回报

来源：ABARES (2016), Australian farm survey results 2013–14 to 2015–16. CC BY 3.0., AAIF (2016),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Strategy Group (2012), Spenc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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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划分的商机
谷物、油籽作物和豆类
发往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马来西
亚）的更低的运输成本（减少了30-50％）让我们比
北美和欧洲（2015年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数据）更
有成本优势。

肥沃的土壤加上安全的灌溉用水和允许每年有两个
生长季节的气候（夏季和冬季作物），还有最新的
作物遗传学和生产方法。

图11。Namoi地区作物生产

最大的出口市场——
亚洲、印度尼西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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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
清洁/绿色优势及北亚市场准入 ——随着
亚洲日渐富裕，食品安全是一个独特的卖
点。溢价可以通过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供
应商获得。这是品牌认知度——不只是"
品牌"。也可能有机会为亚洲市场生产饲
料，因为他们计划扩大自己的动物性蛋
白质消费。投资者可以保证获得高质量谷
物、油籽作物和豆类的战略性供应。
研究与开发——该地区在作物和灌溉的
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这开辟了与
北亚国家的合作机会，他们正努力提高粮
食产量，同时也提供了出口相关技术的机
会。这将促进当地经济中由高价值知识驱
动的工作，促使在其他行业的更高的传感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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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刚好够用的供应链 ——小众优质客
户。将需要投资以提高供应链物流。
当地加工/增值 ——有机会对当地粮食加
工进一步投资，尤其是生产用于国内和出
口市场的饲料。

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GrainCorp Pty Ltd
GrainCorp有多种粮食仓储、装卸、销售和加工
业务，包括在Namoi地区。
他们通过集成供应链将粮食推销至本地和全
球市场，并且他们是一个粮食大买家，所购
粮食用于其麦芽、食用油和面粉加工业务。
GrainCorp有澳大利亚东部最大的粮食仓储物流
网络，这一网络包括地区仓储设施、铁路/公
路和散装粮食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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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该地区以采用尖端的生产技术生产世界上最高品质、
最高产量且最节水的棉花而闻名；并且该地区是澳大
利亚棉花研究的中心；其在近几十年在用水、储水、

病虫害防治、基因改造以减少除草剂应用和化肥使
用方面取得了很高的生产效率。

图12。Namoi地区的棉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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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

350,000

农场价值——7.81亿美元
（包括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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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otton Australia (2016)

投资机会
在中国和北亚的质量溢价 ——目前在海外
的制造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棉花被用来和来
自其他国家的较低质量的棉花一起使用。还
有余地通过建立一个小众品牌为更高质量的
Namoi棉花获取溢价。
发展与北亚的供应关系——有潜力通过与
同时也是买家的投资者合资或进行其他商业
安排来建立长期供应关系，而不是在现货市
场上出售，以此克服国际大宗商品变幻莫测
的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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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该地区已经在棉花生产研
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开辟了与其
他棉花生产国合作的机会，他们正努力提
高粮食产量，同时也提供了出口相关技术的
机会。这将促进当地经济中由高价值知识
驱动的工作，促使在其他行业的更高的传
感支出。
可再生能源——每年产生的棉垃圾达6万
吨，这些垃圾可以用来作为生物质生产可再
生热量/电力。这还可以由本地区内产生的
大量的其他农业、林业和市政有机残余物予
以补足。

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Auscott Limited
Auscot在1963年进行了首次在澳大利亚的投
资，投资了该地区的棉花行业。自此以后，
他们已经扩展到新南威尔士州的其他地区。
他们带来的早期技术仍然是澳棉的重要优势
之一，这一技术体现在了现在的高标准灌溉
和资源管理上。
它们是一个集生产、轧花、分级、营销和运
输自产棉花和其他澳大利亚棉花种植者的棉
花于一体的垂直整合农业综合企业，并享有
一流的国际声誉。

可以支持
该地区对外出口
了32万吨皮棉

10家棉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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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和羊
牛羊生产主要用于加工成牛肉和羊肉/羔羊肉。虽
然大多数的牛和几乎所有的羊都是草饲的，但是该
地区也有几个大型的和许多较小的肉牛饲养场。现
在也开始了羊的饲养。

图13。Namoi地区的牛和羊/羔羊生产

最大的出口市场—
—亚洲、中东

2.00

通过电子耳标记录对肉牛进行追溯对于寻求肉类食
品安全的国际消费者来说是很关键的

只有24％的牛在当地加工

1.60
1.40
1.20
百万头

内陆铁路（Inland Rail）线的铺设将使装在冷冻集装
箱中的肉类能快速地运往布里斯班和墨尔本的主要
港口，从而增强空运到亚洲市场的机会。

农场价值——2.86亿澳元

1.80

1.00
0.80
0.60
0.40
0.20
肉牛

羊/羔羊

来源：ABS (2012)

投资机会
开发增值肉类出口——基于草饲和谷物喂
养、有机和物源区等属性。
当地加工/增值——有机会进一步投资当地畜
牧业加工（屠宰厂），因为目前许多牲畜在
本地区以外加工。此外，加工还局限在屠宰
后的整只阶段，因此，可以利用许多亚洲国
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当地进行特定切割获
取进一步的增值。
生产集约化——当地土地所有者和加工厂
可以与投资者成立合资企业，投资额外的饲
养场设施增加牛肉和羊肉产量，以供应出口
市场。这是使用现有资源实现更大产量的另
一种方法。现在该地区已经有几个牲畜饲养
场，同时也正在开发绵羊饲养场技术。
研究与开发——Namoi和周边地区在畜牧业生
产和基因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让
其有机会与试图增加肉类蛋白质生产的其他
国家建立合作，同时也有机会出口相关的技
术。这将促进当地经济中由高价值知识驱动的
工作，促使在其他行业的更高的传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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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饲养场的粪便和屠宰场的废
物为生产沼气提供原料。一家当地的屠宰场
已经通过从污水池塘捕获甲烷而将其丙烷的
用量减半，而另一家屠宰场则采用进口技术
利用牲畜内脏生产沼气。
新牲畜产品——在牲畜内脏和从澳大利亚屠
宰场通常作为废弃物弃置的材料中提取医药
产品方面，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有未开
发的市场。
记录技术——将世界领先的加工方面的传感
和客观测量技术商业化，从而提高供应链的
成本竞争力。

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JBS Australia
JBS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肉类包装商、销售商和
出口商，20多年以来为出口和国内客户提供
最优质的颗粒饲料喂养和牧草喂养的肉类。
该公司拥有约8500名员工，他们分布在写字
楼、加工厂和饲养场；JBS出口到世界各地50
多个国家。
他们在本地区的Caroona饲养场是一个拥有
23500头饲养能力、占地1390公顷的饲养场，
该饲养场位于Quirindi以西35公里，位于肥
沃的Liverpool Plains主要肉牛和作物产区的中
心。Caroona除通过四个蒸汽压片厂利用玉米
和青贮高粱、谷类作物干草、棉籽/棉壳和糖
蜜外，还利用当地种植的小麦、大麦和高粱
粒制造卓越品质的食物。
育肥用牛是从整个新南威尔士州中部采购的。

可以支持

向本地区外出口
32万头肉牛

1.6个肉牛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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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作物和园艺
蔬菜和园艺作物占到了该地区作物产量的一小部
分，但是拓展潜力巨大，Guyra附近年产21000吨番
茄的Costa番茄温室农场以及南半球最大的山核桃农
场——位于Moree的Stahmann山核桃农场便是很好的
例子。

与广亩作物相比（例如，用于棉花的每兆升水产
出为200澳元），有些作物具有较高的净回报率
（用于橙子的每兆升水产出高达1000澳元），
并且已经开始向亚洲出口（橙汁）。
还有一些隐约可见的特种产品方面的机遇，如药用
大麻、柑橘、红柑、柚子、山茶花（油）、橄榄、坚
果、以及维生素、矿物质和营养补充剂的天然成分。

6,000

5,000

吨每年

4,000

3,000

2,000

1,000

土豆

橙子

橄榄

山核桃

酿酒用葡萄

来源：ABS (2012)

Namoi地区园艺业的无病害状态和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在未来可以很容易地增加出口。新鲜农产品从采摘、包装
到空运到亚洲仅需48至60小时，或者通过海运在12到20天内运到亚洲。

当地加工/增值——有机会进一步投资对特种
作物就地加工。在Moree地区种植的橙子目前
运往昆士兰州加工成果汁，之后果汁出口到
亚洲、韩国和日本。亚麻籽目前送到Young加
工，然后再运回本地区。
集约化：使用现有资源实现更大产量——当
地的土地所有者和加工厂可以与投资者建立
合资企业，扩大设施园艺产量，以尽量降低
气候风险，并提供供应连续性，这已经在本
地区边缘（位于Guyra的Costas番茄农场）被证
明可以成功。通过集约化生产和新技术的应
用，利用现有的土地和水资源获得更多产出
也有了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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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特种作物 ——澳大利亚可能出现的立
法变化和对于药用产品和保健品日益增长的
需求可能开辟投资新作物（如药用大麻）的
机会。

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Stahmann Farms
Stahmann Farms位于Moree和Warialda之间，是南
半球最大的山核桃生产商。
该农场生产的山核桃占澳大利亚每年山核桃
产量的95％，五月到七月间采用机械收割。
该地区八到十米深且排水良好的冲积土差不
多是这个国家最深和最肥沃的，这里除了有
充足的降雨之外，还有几乎环绕该地的来自
Gwydir River的河水予以补充。
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山核桃树，创造了较低
的虫害压力和近乎完美的生长条件。
虽然产出中有很大比例是在国内销售，但有
相当数量出口到了海外多个国家，包括欧洲
和亚洲。
该公司最近在中国推出了一个直接的电子商
务营销网站。

可以支持

该地区生产53000
吨菜籽

2个油籽加工厂

27

可再生能源
本地区（Tamworth和Inverell）的几家大型屠宰场已经
投资或正试用沼气收集系统，以取代天然气和煤作
为燃料来源。该地区的农业和城市废物为进一步利
用生物质生产可再生能源创造了投资机会。

在该地区有很大的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机会，包括太
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
Fotowatio Renewable Ventures已投资1.64亿澳元建造了一
个56MW的太阳能农场，该农场正向电网供电。我们
已规划在Glen Innes和Inverell地区投资12亿澳元进行风
能和太阳能发电。

图15。新南威尔士州北方内陆的潜在生物质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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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ASystems (2006), RDANI数据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的可再生能源目标（Australian Government Renewable Energy Target）为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大规模能源公司支付约70澳元/兆瓦时。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公司所发的电力支付约40澳元/兆瓦时。

投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 ——基于该地区有
利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投资风能和太阳
能，并将电送入电网的工作已经开始。
对于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
投资和支持——该地区已经有很多企业采
用了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
以此提高他们的企业竞争力。这其中大多
与太阳能和LED照明有关，也与风能、生物
质能和设备升级和保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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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液体生物燃料——利用作物油料和城
市废物生产高品质柴油的试验已在该地区
展开。鉴于大多数农机使用柴油，这在农
业部门有一个庞大的终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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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物流
本地区还有改善效率和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大量机会，
特别是与铁路升级有关的机会。

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Fotowatio Renewable
Ventures
最近在Moree附近投产的太阳能农场投资了
1.64亿澳元，容量为56兆瓦，足以为15000户
家庭供电。
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之一，是
第一个利用机械装置（跟踪器）不断调整太
阳能电池板角度以增加每日输出功率的太阳
能发电厂。
该选址基于多种因素，包括该地区太阳辐射
的强烈程度，有大量平坦的土地可用，Moree
良好的交通联系以及该位置接近国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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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合作投资机会——有机会通
过升级至能容纳更长的（1.2公里）火
车及轴重限制为25吨的铁路（相对于
目前700-800米的火车与23吨的限制）
将铁路运输成本降低8-10澳元/吨。
铁路装卸和存储合作投资机会——铁
路优化需要更大的装载设备，以取得
更长的列车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快速的集装箱流动——这将扩大集装
箱货物就地加工和增值机会，如混合
谷物。 这将增加在该地区进行二次加
工和增值的投资潜力。
拟议的内陆铁路 ——该地区的铁路
货运机会将会增强，同时通过一个直
接的铁路线向北连接布里斯班，向南
连接墨尔本。目前出口谷物时出农场
后的成本中有约30-40％是铁路运费
（Stretch等人，2014）。

其他投资机会
乳业——该地区已经拥有7000头奶牛，然
而最近在Walcha附近投资的一家配备牛奶
储存设施和新的多年生牧草系统的新旋转
乳制品厂说明了振兴该地区乳制品的投资
潜力。Walcha Dairy Terminal的开发通过在悉
尼和布里斯班之间的中途提供新鲜/冷藏
牛奶终端增加了该地区牛奶生产的农场回
报。这有可能吸引对该地区乳业的进一步
投资。
通过旅游业开展其他投资——我们认识到
许多中国/北亚游客到访此地评估投资、搬
迁和教育机会。仍有余地投资专门针对这
些游客的旅游产品。
家禽——Namoi地区已经有了大量针对鸡肉
和鸡蛋生产的投资。 充足的合适地点，可
用的清洁用水和接近可用于饲料的粮食产
区，这些因素使其成为了理想的投资
地点。
循环经济——Gwydir郡议会目前正投资于
研究和开发，以实现基于农工业的循环经
济发展框架。Gwydir郡循环经济的核心要
素是地区规模的农工业系统，其中包含了
了垂直整合的家禽业、沼气厂和生产有机
食品的大型温室系统。该系统是基于在本
地“闭环”系统内优化对本地资源的利用
和串联。更重要的是，Gwydir郡拥有所有的
自然、农业和当地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来支
持这个系统及其投资者。

他们投资于Namoi地区：
Baiada Poultry
Baiada Poultry Pty Limited是一家澳大利亚私营
公司，在整个澳大利亚范围内提供优质禽肉
产品。
其业务包括肉鸡和种鸡场、孵化场、加工、
饲料加工和蛋白回收。他们的产品包括活禽
销售，包括种畜、禽饲料、受精蛋、初加工
鸡肉（生肉）和进一步加工的鸡肉产品，以
及宠物食品。
Baiada Poultry计划在该地区投资8200万澳元将
其家禽的供应能力提高到三百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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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方政府
您的投资门户
Uralla 郡议会
Andrew Hopkins，总经理
电话：+61 2 6778 6300
电邮：ahopkins@uralla.nsw.gov.au
网址：www.uralla.nsw.gov.au

Namoi Joint Organisation of Councils
Steve Bartlett，执行官
电话：+61 2 6767 5267
电邮：namoicouncils@tamworth.nsw.gov.au
网址：www.fitforthefuture.nsw.gov.au

Walcha 市议会
Jack O’Hara，总经理
电话：+61 2 6774 2500
电邮：johara@walcha.nsw.gov.au
网址：www.walcha.nsw.gov.au

Gunnedah 郡议会
Mike Silver，经济发展经理
电话：+61 2 6740 2100
电邮：michaelsilver@infogunnedah.com.au
网址：www.gunnedah.nsw.gov.au

Tamworth边远地区
Craig Dunstan，经济发展与增长经理
电话：+61 2 6767 5555
电邮：c.dunstan@tamworth.nsw.gov.au
网址：www.tamworth.nsw.gov.au

Gwydir 郡议会
Georgia Standerwick，经济发展主任
电话：+61 2 6724 0066
电邮：gstanderwick@gwydir.nsw.gov.au
网址：www.gwydirshire.com
Liverpool Plains 郡议会
Donna Ausling，环境与经济发展服务总监
电话：+61 2 6746 1755
电邮：Donna.Ausling@lpsc.nsw.gov.au
网址：www.lpsc.nsw.gov.au
Moree Plains 郡议会
Mark Connolly，经济发展经理
电话：+61 2 6757 3247
电邮：mark.connolly@mpsc.nsw.gov.au
网址：www.mpsc.nsw.gov.au

MOREE PLAINS
GWYDIR

Narrabri 郡议会
Bill Birch，经济发展经理
电话：+61 2 6799 6850
电邮：billb@narrabri.nsw.gov.au
网址：www.narrabri.nsw.gov.au

NARRABRI
URALLA

达尔文

GUNNEDAH

TAMWORTH
边远地区
WALCHA

北领地
昆士兰州
西澳大
利亚州
布里斯班
南澳大
利亚州
珀斯

新南威
尔士州
悉尼

阿德莱德

堪培拉
墨尔本

塔斯马尼亚州
霍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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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移民及重大投资签证

重大投资者签证

澳大利亚北部内陆边远地区发展署 （RDANI）通过
其技术移民计划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当雇主需要员工填补职位而当地劳工又无法满
足时，技术移民劳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于来自
海外的技术工人，这些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让他
们有机会在一个安静的、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边远
地区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使用州提名重要投资者签证计划
的投资移民。

根据移民和边境保护部的边远地区担保移民计划
（RSMS），RDANI行使区域认证机构职能，其中包括
为移民和边境保护部提供关于提名雇主的建议，以
及他们如何满足规定的标准，包括无法在当地填补
该提名职位。获提名的海外雇员申请187签证，该签
证为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权）。该签证计划包含由
雇主和雇员做出的为期最少两年的约定。

如果您持有188C SIV，只要您符合当时的资格要求，
您可以在仅仅四年后申请永久居留 （888C SIV）。该
188C SIV可以延长两次，每次两年。188C SIV没有英语
语言或年龄要求。

RDANI还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提名的边远地区技术489
子类签证申请评估临时技术移民。如果申请人符合
标准并被认为是在北方内陆地区需要的某一职业的
合格人选，则他们会获得RDANI的支持并会收到州提
名。除了与雇主和技术移民联络外，RDANI还与社区
组织一道，帮助解决在边远地区定居及衔接方面的
挑战。

该重大投资者签证 （SIV）（188C）是由移民和边境
保护部 （DIBP）开展的业务创新和投资计划 （BIIP）
的一部分。该188C SIV提供给向合规投资项目投资至
少500万澳币的高净值投资者。

澳大利亚政府为重大投资者签证的相关政策和方案
设计全面负责，并且做出是否给予签证的最终决
定。新南威尔士州为个人提名188C临时签证和888C
永居签证。
要获得新南威尔士州的提名资格，您必须能够证明
您能够满足移民和边境保护部为重大投资者签证
（188C SIV）规定的要求。您会被要求：
1. 证明您有至少500万澳元的可支配资产，该资产为
合法取得且随时可供转移到澳大利亚。
2. 承诺向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的合规投资框架规定
的合规投资项目投资至少500万澳元。
3. 在您的新南威尔士州提名申请表中提供您的合规
投资意向的细节。
更多有关技术移民的信息请联系RDANI，
电邮：migration@rdani.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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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自由贸易协定
澳大利亚与其密切的亚洲邻国有很多互利贸易协
定，这些协定对开展国际生意的便利进行了示范。

牛肉

其中包括取消农产品关税和进口配额。其中一些关
税变化包括：

2033年以前将关税由38.5%降低至19.5%
立即取消50％的撤回关税

韩国

日本

中国

谷物/油籽作物
用作饲料的小麦和大麦出口免关税
	2026年以前取消针对一些谷物制品、油菜、
油类征收的21.3％的关税
乳制品

立即取消针对奶酪征收的29.8％的关税
增加免关税配额量
立即取消针对其他产品征收的8.5％的关税

园艺

2026年以前取消高达17.5％的关税

加工食品

2031年以前取消高达25.5％的关税

牛肉

2024年以前取消12-25％的关税

乳制品

2026年以前取消10-19％的关税

绵羊

2023年以前取消12-23%的关税

猪肉

2019年以前取消高达20％的关税

园艺

2019年以前取消10-30％的关税

某些谷物

2019年以前取消2-10％的关税

加工食品

2022年以前取消7.5-30％的关税

牛肉

2032年以前取消18-40％的关税

小麦

现在取消1.8-8％的关税

乳制品

2034年以前取消36-89％的关税

羊肉/猪肉

2029年以前取消高达22.5-25％的关税

园艺

2026年以前取消8-30％的关税

来源：DFAT (2016a, 2016b), DFA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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